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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中信银行“全付通”亮相上海书展
移动支付便利广大书迷

人流如潮涌，书香满申城。
今年8月16日至22日，一年一
度的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
海周如约而至。作为全国性的
文化盛会，上海书展经过十四年
的发展，读者们除了亲临现场感
受阅读的魅力外同时在互联网
覆盖一切的今天，还可以通过直
播平台、新媒体、朋友圈等网络
渠道感受这场文化大餐。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虽然
每天各展馆门前都排着上百米
的长队，但场内购书柜台依然井
然有序。与往年不同的是，除了
现金及POS刷卡等传统的付款
方式外，今年微信、支付宝等新
型支付方式首次进入书展现
场。为保证书展期间各家出版
社收银工作的高效与安全，这其
中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付出了诸

多努力。本届书展中，朵云轩、
上海图书有限公司等多家上海
龙头出版企业使用了中信银行

“全付通”产品进行收款，部分出
版社“全付通”收款营业额甚至
超过现金收款额。

中信银行“全付通”业务是
中信银行研发推出的一款便捷
收款移动支付工具，集微信、支
付宝、银行卡等主流支付方式为
一体，提供多种支付渠道，适用
于线上和线下不同的收款场景。

得益于中信银行对移动支付
市场的准确把握，“全付通”产品
具备了一码多扫、银行清算、支持
信用卡、对账简便、免费申请等多
重优势，一款产品满足商家多层
次的需求。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选
择和信赖“全付通”产品作为支付
结算业务的理想工具。 广告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又有10家私募机构
将被监管层拉进拟失联名录中。
日前，基金业协会发布关于失联
私募机构最新情况以及拟公示第
15批失联私募机构的公告。公告
显示，晋商长泓投资基金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国汇鼎盛（北京）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一辉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10家私募机
构被列入拟失联机构名单。

基金业协会相关人士表示，
日前，协会是在自律核查工作中
发现的10家拟失联机构。协会
详细介绍了这些失联机构被发

现的途径。其中，协会在处理投
诉案件和统计监测中发现晋商
长泓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
公司等7家拟失联机构；湖南证
监局在2017年私募基金专项检
查工作中发现株洲华泰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郴州汉
红股权投资基金管有限公司2
家拟失联机构；证券公司在开展
托管和外包服务过程中发现北
京鼎盛亿资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家拟失联机构。

公开资料显示，这批拟失联
私募机构中，成立时间最短的机
构还不到两年，成立时间最久的
机构已近20年。

业务量均实现高两位数增长
顺丰控股2017年上半年业

绩 公 告 显 示 ，上 半 年 营 收
321.61亿元，同比增长2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8.84亿元，同比增长7.47%；已
完 成 2017 年 承 诺 利 润 的
63.73%。快件量为13.73亿件，
同比增长20.54%。

申通快递半年业绩报告显
示，2017 年上半年，实现营收
55.6 亿 元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25.87%；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7.47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 长 22.9% 。 公 司 业 务 量 为
17.26亿件，同比增长18.3%，市
场占有率为10%。

韵达股份2017年上半年业
绩显示，2017年上半年公司营
收43.1亿元，同比增长43.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7.48亿元，同比增长41%；
累计完成业务量达19.67件，同
比增长44.28%。

圆通速递2017年半年度报
告显示，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达 82.1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5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 6.93 亿元，同比增长
6.18%；实现业务量 22.6 亿件，
同比增长19.13%。

根据在美国上市的中通快递
的第一、二季度的财报显示，2017
年上半年其实现营业收入55.86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为12.19亿元；实现业务量
26.68亿件，同比增长39.47%。

全国快递业务快速增长
五大民营快递公司业务量

能够迅速增长，与其所处的大
环境分不开，随着电商的不断
在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中
的渗透，全国的快递业务量也
是快速增长。根据国家邮政局
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
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173.2 亿件，同比增长 30.7%。
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入累计完
成 2181.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7.2%。其中，同城业务量累计
完 成 40.4 亿 件 ，同 比 增 长
24.2%；异地业务量累计完成
129.2亿件，同比增长32.9%；国
际、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成3.6
亿件，同比增长29.2%。

在这一快速增长的市场，
除了中国邮政的EMS外，这五家
民营快递公司已经占有了较高
的市场份额，形成一定的规模，
成为快递行业的龙头阵营。在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6年中
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中就明
确提到，我国已经形成了6家年
营业收入超300亿元、10家年营
业收入超100亿元快递品牌集
群。

虽然除了顺丰外，其他四
家的营业收入均没有达到300
亿元，但这主要是因为其加盟
制的商业模式关系。如果以全
国快递单价12元/单计算，则这
五家快递公司均已超过年收入
300亿元的门槛，加上中国邮政
的EMS，这六家就是我国快递行
业的前6强。

外卖业务是成长最快板块
近期曾热传的顺丰与百度

外卖的绯闻，虽然最终没有落
实，但似乎顺丰已经有意于外

卖业务了。从其此次的半年报
中，也得到了印证。外卖业务
被归在顺丰的同城配业务板
块。顺丰表示，同城配业务核
心是构建基于互联网调度的高
效运营能力，即信息前置+任务
调度+资源管理的全套系统与
模式。

同城配送业务就是与肯德
基、麦当劳、德克士、百度外卖
等合作的短途配送业务。顺
丰组建了一支 4000 人的配送
团队，独立于快递业务之外，
平时你遇到的那些穿着顺丰
制服送外卖的配送员，就属于
这支团队。从无到有，其增长
速度非常快。报告期内，同城
配业务不含税营业收入 1.3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181
倍。

在今年与菜鸟网络有纠纷
的智能快递自提柜丰巢，也成
为各快递公司重视的业务。顺
丰提到，其参股的丰巢科技已
在社区与写字楼安装运营的智
能快递柜达55134个。申通快
递和韵达快递也在半年报中提
到了对于最后100米解决方案
的重视，并单独说明了对于丰
巢科技的参股。

不过，这一战略性业务还
没有赚钱。顺丰在其半年报中
披露了顺丰投资持有的智能快
递自提柜丰巢的股权变更，顺
丰在丰巢的持股比例从30.86%
降低至15%。上半年，丰巢营收
8241万元，但是带来的亏损则
高达1.78亿元。在无法找到盈
利模式前，顺丰将丰巢的一半
股份转移到创始人王卫控股的
公司明德控股。

民营快递公司上半年业务量高两位数增长

快递业龙头的外卖业务增速最快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由于2015年上半
年市场上升，公募基金体量骤
增，再现2007年时风光时刻：上
半年共有10只新基金规模突破
了100亿元的大关，多数还提前
结束募集。而最新基金的半年
报显示，两年过去，经过市场的
洗礼，这些“巨无霸”基金缩水最
严重者规模已不足2亿元。

据WIND数据显示，2015年
上半年恰逢市场如火似荼，因
此成立的 10 只百亿基皆为权
益 类 ，总 计 发 行 份 额 高 达
1670.50亿份，其中发行规模最
大的易方达新丝路，首募规模
为286.63亿份。但2015年6月
15日后，市场进入大幅调整模
式，虽然有10只“巨无霸”基金
进场，也无济于事。

牛市铸就的“巨无霸”基金

让投资者咽下了苦果。“我两年
前买的那只巨无霸，今年业绩创
出新高了哦，现在还亏损两成
多。”昨日，孙先生刷新着某基金
公司的微信公号，看着自己买的
基金净值苦笑。

公开数据显示，这10只“巨
无霸”基金中，目前只有工银瑞
信丰盈回报、景顺长城沪港深精
选、东方红中国优势的净值在1
元之上，其中东方红中国优势表
现最佳，该基金成立于2015年3
月30日，截至8月28日，累计净
值为1.35元，即投资者如果从
该基金首募起购买，收益超过
35%。其余7只百亿基的净值均
跌破1元面值。

具体来看，8只百亿基金两
年后规模遭遇腰斩，其中工银瑞
信丰盈回报6月底的规模仅剩
1.93 亿元，较首募时规模缩水
98%。

多只高位发行的百亿基金规模遭腰斩

“巨无霸”两年缩水变“迷你”

基金业协会注销71家机构
10家私募机构将进失联名录

随着国内五家民营
快递公司顺丰速运、申通

快递、中通快递、韵达快递、
圆通速递都已陆续上市，消费者

们终于可以通过这些公司的定期报
告一窥这些经常给我们提供服务的公

司的经营状况了。
近日，这五家公司都已经发布了2017

年上半年财报。五家公司在上半年都交出了
靓丽的成绩单，在网购快速增长的电商潮中，业

务量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其中，顺丰的营业收入及利润为
五家快递公司中最高，但是以业务量计算最多的则是中通快递。值

得注意的是，顺丰已经开展了外卖业务，并且在今年上半年成为了增长
速度最快的业务板块。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